
功能：测量接地电
阻、土壤电阻率
接地电阻：
0.00Ω～30.00kΩ
土壤电阻率：
0.00Ωm～9999kΩm
测量方式：4线法、
3线法、2线法测量
USB接口：具有，可
连电脑
数据存储：500组

FR2000C+钳形接地
电阻测试仪

功能：绝缘电阻测
试，电压测试
额定电压(V)： 
250；500；1000；
2500；5000；10KV 
绝缘电阻量程：
0.01MΩ～1000GΩ
直流电压程：
0～1000V
交流电压程：
0～750V
USB接口：有
充电功能：有

功能：金属构件等电
位联结电阻测试，低
值电阻测试等
直流电阻：
0.0001Ω～30.00KΩ
电阻分辨率：
0.0001Ω
测试电流：≥1A
交流电压：
0.0V～750V AC
USB接口：具有，可
连电脑

功能：压敏电阻
(MOV)测试、放电管
(GDT)测试、绝缘电阻
测试
测量电压：0～2000V 
测量漏电流：
0.1uA～199.9uA
绝缘电阻：
0～1000MΩ
其它：大彩屏设计带
USB数据上传功能
大容量充电池

功能：高压电流在线
测量，变压器电流测
量，高压线电流测量
量程：0.0mA-1200A
分 辨 率：0.1mA
无线距离：30m
钳口尺寸：φ50mm
绝 缘 杆：五节可伸缩
绝缘杆（5米）
线路测试：可在
60kV线路以下使用

电阻量程：0-1200Ω
电流量程：0-20A
全新黑屏设计，高档
豪华
Ω + A同屏显示
快速自检功能，无需
等待
采用快速滤波技术，
抗干扰能力强
全新设计，钳头寿命
长
300组存储

电阻量程：0-500Ω
全新黑屏设计，高
档豪华
快速自检功能，无
需等待
采用快速滤波技
术，抗干扰能力强
全新设计，钳头寿
命长
300组存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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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DO-2000E 系列

多功能混合域示波器
GSP-9300B

3GHz 频谱分析仪
AFG-3000 系列

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
MFG-2000系列

多通道信号发生器
PHX-系列

可编程开关直流电源
PSU- 系列

可编程开关直流电源
PLR-系列

低噪声直流电源

PSW-系列

多量程直流电源
APS-7000 系列

500/ 1000/2000/ 3000 VA
可编程交流电源

GPM-8213

数字功率计
GPT-9900系列

电子安规测试仪
LCR-6000 系列 

高精度LCR测试仪
GOM-805/804

直流微欧姆计
GDM-8261A

6½位双显示可编程数字万用表

● 200/100MHz 带宽选择(MDO-2000EG/MDO-2000EX); 
    2 或4 通道
    200/100/70MHz 带宽选择(MDO-2000EC/MDO-2000ES); 
    2 或4 通道
● 每通道的实时采样率为1GSa/s (2 通道机型); 最大实时采样率
    为1GSa/s(4 通道机型)
● 每通道10M 存储深度和VPO 波形显示技术
● 波形更新速率高达600,000 wfms/s(分段模式)
● 8 ” WVGA TFT LCD 显示
●�最大 1M FFT 提供更高的频域分辨率测量

● 频率范围: 9kHz~3GHz
● 频率稳定度: 0.025ppm 老化率: 1ppm
● RBW: 1Hz~1MHz(3dB) 
● 最快扫描时间: 204us
● 底噪: -149dBm/Hz(@前置放大器开启)
● 内置前置放大器, 50dB衰减器及序列功能
● 内置P1dB点, 谐波, 通道功率, N-dB带宽, OCBW, 
    ACPR, SEM,  TOI, CNR, CTB, CSO, 噪声标记, 
    频率计数, 时域功率测量, 门控扫描
● 内置光谱图, 拓谱图和分割视窗模式

● 1uHz~80/50MHz宽广的频率范围

● 全频段1uHz频率分辨率

● 标准波形：正弦波、方波、三角波、斜波、脉冲波、噪声波

● 内置AM，FM，PWM，FSK，扫频，Burst信号

● 16位，200MSa/s，1M点长度的任意波形

● DWR（任意波形重建）功能

● 任意波形编辑PC软件

● 4.3''高分辨率LCD显示

● USB，RS-232，GPIB标准接口

● 最多可达5个通道同时输出，包括两个等性能可同步双通道，全
    功能脉冲信号发生器，全功能射频信号发生器，功率放大器
● 可同步AFG功能通道频率范围为1uHz~10/20/30/60MHz.
● 全功能射频功能通道输出频宽(包含FG/ARB/Modulation功能) :
   160/320MHz
● 可同步等性能双通道可达60MHz，并有多种”通道间相加、
    耦合、追踪、相位差…等相关性”功能
● 脉冲信号发生器可达25MHz
● 低频功率放大器可达100kHz，输出功率可达20dB/20W
● “真实逐点输出”的任意波功能,采样率高达200MSa/s,
    100MHz波形重复率，分辨率14位，内存长度16k点
● 输出/输入端子跟机壳的大地隔离电路设计

● 额定电压: 30V/60V/500V/1000V
● 输出功率: 6kW ~ 120kW
● CV/CC优先; 尤其适合电池产业
● 可调斜率(电压和电流)
● 3组预设存储器
● 串联和并联操作(最多串联2台/并联10台)
● 高速负载瞬态恢复时间
● 高效率和高功率密度
● 19'' 机架尺寸
● 标配接口: RS-232/RS-485、PC远程控制，最多31台
● 模拟控制接口/输出电压和电流监控功能
● OVP/OCP/OTP保护功能

● 额定电压: 6V/ 12.5V/ 20V/ 40V/ 60V/ 100V/ 150V/ 300V/
 ����400V/ 600V
● 输出额定功率: 1200W~1560W
● C.V/C.C优先; 尤其适合电池和LED产业
● 可调斜率
● 串联和并联操作(最大串2台/并4台)
● 高效率和高功率密度
● 19''机架尺寸设计
● 标配接口: LAN、RS-232 & RS-85、USB(Device/Host)、
    模拟控制接口
● 选配接口: GPIB/隔离式模拟控制接口(独立电压控制)/隔离式
    模拟控制接口(独立电流控制)

● 额定输出电压: 20V/36V/60V

● 输出功率: 360W/720W

● 低纹波, 低噪声(0.5mVrms/10mArms)

● 快速瞬态响应(100μs)

● 搭载功率因数改善电路

● 最多可以2台串联, 3台并联扩充功率

● 选择电压和电流的数字设置(粗调/细调)

● 面板锁定功能/3组预设功能

● 额定电压：30V/80V/160V/250V/800V，
    额定输出功率：360W~1080W
● 多量程(V&I)操作，定功率输出
● C.V/C.C优先；尤其适合电池和LED产业
● 可调斜率
● 串联操作(2台)( 30V/80V/160V)，并联操作(3台)
    ( 30V/80V/160V/250V/800V)
● 高效率和高功率密度
● 1/6、1/3、1/2机架尺寸(EIA/JIS标准)，
    用于360W、720W、1080W
● 标配接口：LAN、USB、模拟控制接口

● 4.3''超大LCD显示屏
● 测量功能: 电压、电流、功率(W)、频率、功率因数、
    峰值因数、视在功率(VA)
● 频率: 45.0~500.0Hz(Standard); 45.0~999.9Hz(可选) 
● 电压范围(RMS): 155V/ 310V / 600V(可选) 
● ARB波形输出，Surge/ Dip control
● OCP / OTP / OPP保护
● 10组Sequence function允许编辑输出波形/
�����10组simulate mode快速模拟电源瞬时/
    10组Program mode自定义量测顺序10组面板记忆功能 

● 4" TFT LCD
● 基本精度: +/-(0.1%读值+0.1%档位)
● 两种数据显示模式
    标准显示: 显示2个主要测量项目+6个次要测量项目
    简单显示: 显示4个不同测量项目的测试数据
● 满足IEC 62301功率测量的要求
● 电压/电流测试频率带宽: DC～6kHz
    功率分辨率: 1mW
    电流分辨率: 0.1μA
    电流/电压测量的失真波CF=3, 半幅CF=6
    W-h功率 vs 时间/A-h电流 vs 时间积分功能
    总谐波失真测量
● 前面板测试端

●��500VA 测试容量
●��240x64大型冰蓝点矩阵式LCD, 测试信息清晰易判读
●��使用PWM放大器, 保证测试效益及测试可靠性
●��内置扫描功能, 提供待测物特性分析
●��50GΩ绝缘电阻测量 
●��提供前面板以及后面板输出 
●��输出电压上升时间可控
●��高分辨率: 1uA(电流测量), 2V(电压设置)
●��支持手动/自动测试模式
●��100组测试条件存储空间, 且每组可独立命名
●��接口: RS-232C、USB Device、Signal I/O及GPIB (选购)

●��3.5英寸彩色LCD显示屏
●��5个型号(10Hz~2kHz/20kHz/100kHz/200kHz/300kHz)
●��测试频率连续可调
●��基本精确度 : 0.05%
●��最快测试速度25mS/笔
●��可选择全频段或单点OPEN/SHORT 归零
●��16种主/副参数测量组合可供选择; 另外可选择2个额外的监控
    参数 (即最多一次可显示4个不同的参数值)
●��提供DCR测量及内部直流偏压(DC BIAS, ±2.5V)
●��具PASS/FAIL判断
●��提供Auto Level Control 功能(ALC), 适用于MLCC测试
●��分选功能可提供9BIN, 1AUX 10种分类
●��10个步骤的列表测试, 可选择不同频率、电压、电流条件

●��50,000位数，3.5英寸(320×240) TFT LCD显示屏
●��高精度 :0.05%
●��提供1Amp测试电流，分辨率高达 1�Ω
●��快速测量可达60笔/每秒
●��四线制电阻测量
●��具温度补偿测量功能
●��延迟测量功能
●��20组设定存储
●��具DRY电路 (仅GOM-805)
●��Drive模式 : DC+/DC-、Pulsed、PWM、Zero (仅GOM-805)
●��接口 : USB device、RS-232C、Handler/Scan/EXT I/O 
    和 GPIB (选配)

●�6½位显示: 1,200,000位
●�DCV基本精确度: 0.0035%
●�双显示模式，可同时进行两种测量
●�真空荧光显示屏(VFD)
●�11种测量功能&10种运算功能
●�高分辨率: DCI测量  100pA；ACI测量  1nA
●�温度测量(RTD &热电耦)，范围: -200℃～+1820℃
●�USB接口，数据传输速率高达2,400次读值/秒
●�标配接口: USB、RS-232C、Digital I/O
●�选配接口: GPIB或LAN
●�选配扫描卡: GDM-SC1(V ch×16，I ch×2)
●�免费PC软件: DMM Viewer，LabVIEW Driver

●量程：0.2-40/60/80/100m
●精度:

-5����±（2mm+5x10 D）
●曲线测量���
●一字标线辅助功能���
●空间任意两点间
    距离测量功能���
●蓝牙+免费APP
●IP65防尘防水

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TEL：18824597345 （华北） 
网址：www.mileseey.com

●量程：

����0.2-60/80/150/200m
●精度：

-5   ±（2mm+5x10 D）
●摄像头找点功能
●空间任意两点间
   距离测量功能

●蓝牙+免费APP
●镍氢可充电电池
●IP65防尘防水

●量程：600/800/1000/1200/1500m

●精度：0.5m

●空间任意两点间距离测量功能

●高尔夫弹道补偿距离功能

●测高测角测距功能

●测速功能

●角度开关

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TEL：13923416479 （华东）
网址：www.mileseey.com

TEL：13808830596（华南）
网址：www.mileseey.com

迈测科技曲面大师
R2B标线测距仪

P7 带摄像头的
激光测距仪

CM3286/-01 功率计 

●可以同时显示4种参数
●最小可测功率5W、电
流60mA的功率计可以
60mA的低电流从5W最
高测量到360kW功率
● 还能测量电流、电压、
功率等简单累积电能或相
序
●支持快速测量的操作系
统
●通过保持数据即可将测

量值传输至智能手机中，

并快速记录数据（仅限

CM3286-01）

●良好的图像质量

●价格划算

® 
●Fluke Connect 已启用

●简单易用

TIS系列红外热成像仪

（TIS10/20/25/

    40/45/50/55/

    60/65/7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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